
华为云市场云预览接口文档

云预览开发文档

接入说明

产品介绍

永中云预览向开发者提供基于永中DCS的文档在线预览能力，把文档原样输出为HTML，可以集成到网站或系统中，让您的网站或系统拥有文档在
线预览的功能，方便最终用户查阅文档内容。

产品特性

文档类型 原始文件格式 目标文件格式

Word97-2016 doc,docx html5

Excel97-2016 xls,xltx

Powerpoint97-2016 ppt，pptx

图片格式 jpeg,jpg,png,gif,bmp,tif

压缩格式 rar,zip

中文办公软件标准（标文通） uof,uot,uos,uop

PDF pdf

OFD ofd

API手册

简介

欢迎使用永中云预览。您可以使用本文档介绍的 API 对云预览服务进行相关操作。

API概览

本页面汇总云预览所有调用API，具体接口信息请参阅相关文档。

获取签名相关接口

API 描述

/api/resource/sign 获取sign

文档相关接口

API 描述

/api/file/upload 上传本地文件

/api/file/http HTTP文件上传

文档预览相关接口

API 描述

/api/view/file 在线预览文件

获取签名相关接口



获取sign

描术

用户上传文件或预览前，根据请求的参数，从接口中获取sign

API地址

https://yozopreview.apistore.huaweicloud.com/api/resource/sign

调用方法

POST

请求参数

参数名 参数类型 数据类型 必填 描述

fileVersionId query String 否 待预览的文档id

fileUrl query String 否 文档链接地址

isCopy query Integer 否 是否防复制，1是0否

viewType query Integer 否 预览模式0-标清 1-canvas预览 2-高清

watermark query String 否 水印内容

pageStart query Integer 否 预览页数起始页

pageEnd query Integer 否 预览页数终止页

isShowBar query Integer 否 是否显示黑条1是0否

expiration query Long 否 过期时间（s）

htmlTitle query String 否 html标签名字

isDownload query Integer 否 是否支持源文件下载

1是0否

htmlName query String 否 设置预览文件的名称

noCache query Integer 否 是否强制转换，0-否，1-是

isPrint query Integer 否 PDF预览打印按钮控制，0-不显示，1-显示

请求示例

上传：https://yozopreview.apistore.huaweicloud.com/api/resource/sign?fileUrl=xxxx

预览：https://yozopreview.apistore.huaweicloud.com/api/resource/sign?fileVersionId=xxxx

返回值

status code为200表示请求已经成功对接云服务，errorcode=0表示获取数据成功，返回下面的信息；其余值表示失败。

成功返回示例

{

  "data": “sign”, //签名值

  "message": "操作成功",

  "errorcode": 0

} 

文档相关接口

上传文件

描述

https://yozopreview.apistore.huaweicloud.com/api/resource/sign
https://yozopreview.apistore.huaweicloud.com/api/resource/sign?fileUrl=xxxx
https://yozopreview.apistore.huaweicloud.com/api/resource/sign?fileVersionId=xxxx


上传本地文件至服务器，上传成功后会返回对应的fileVersionId，用户可以使用fileVersionId实现在线操作。

API地址

https://yozopreview.apistore.huaweicloud.com/api/file/upload

调用方法

POST

请求参数

参数名 参数类型 数据类型 是否必填 描述

file formData multipartFile  是 上传的本地文档

sign query String  是 签名

请求示例

Content-Type：multipart/form-data

Content-Disposition：form-data；name=“file”；filename=“xxx/xxx/xxx.docx”

https://yozopreview.apistore.huaweicloud.com/api/file/upload?sign=xxxx

返回值

status code为200表示请求已经成功对接云服务，errorcode=0表示获取数据成功，返回下面的信息；其余值表示失败。

成功返回示例

{

  "data": {

    "fileVersionId": "fileVersionId", //文件的版本id

    "fileId": "fileId" //文件id

  },

  "message": "操作成功",

  "errorcode": 0

}

HTTP上传文件

描述

用户提供一个可以获取到文件的链接地址给我们，我们会通过这个链接地址下载文件并上传到服务器，上传成功后会返回对应的fileID和
fileVersionId，用户可以使用fileVersionId实现在线操作。

API地址

https://yozopreview.apistore.huaweicloud.com/api/file/http

调用方法

POST

请求参数

参数名 参数类型 数据类型 是否必填 描述

fileUrl query String  是 文档链接地址

sign query String  是 签名

https://yozopreview.apistore.huaweicloud.com/api/file/upload
https://yozopreview.apistore.huaweicloud.com/api/file/upload?sign=xxxx
https://yozopreview.apistore.huaweicloud.com/api/file/http


请求示例

https://yozopreview.apistore.huaweicloud.com/api/file/http?fileUrl=xxxxxxx&sign=xxxx

返回值

status code为200表示请求已经成功对接云服务，errorcode=0表示获取数据成功，返回下面的信息；其余值表示失败。

成功返回示例

{

  "data": {

    "fileVersionId": "fileVersionId", //文件的版本id

    "fileId": "fileId" //文件id

  },

  "message": "操作成功",

  "errorcode": 0

}

文档预览相关接口

在线预览文件

描述

用户拼接完预览地址后，可以在浏览器直接访问，实现文档在线预览

API地址

https://yozopreview.apistore.huaweicloud.com/api/view/file

调用方法

GET

请求参数

参数名 参数类
型

数据类
型

必
填

描述

fileVersionId query String 是 待预览的文档id

sign query String 是 签名。签名由SDK根据 和 生成。详见SDK参考章当前应用的秘钥appKey 当前接口请求路径中所有用到的参数集合
节。

isCopy query Integer 否 是否防复制，1是0否

viewType query Integer 否 预览模式0-标清 1-canvas预览 2-高清

watermark query String 否 水印内容

pageStart query Integer 否 预览页数起始页

pageEnd query Integer 否 预览页数终止页

isShowBar query Integer 否 是否显示黑条1是0否

expiration query Long 否 过期时间（s）

htmlTitle query String 否 html标签名字

isDownload query Integer 否 是否支持源文件下载

1是0否

htmlName query String 否 设置预览文件的名称

noCache query Integer 否 是否强制转换，0-否，1-是

isPrint query Integer 否 PDF预览打印按钮控制，0-不显示，1-显示

https://yozopreview.apistore.huaweicloud.com/api/file/http
http://dmc.yozocloud.cn/api/file/template?templateType=1&filename=xxxx&appId=xxxx&sign=xxxx
https://yozopreview.apistore.huaweicloud.com/api/view/file


请求示例

https://yozopreview.apistore.huaweicloud.com/api/view/file?fileVersionId=xxxx&sign=xxxxx

返回值

上传或者新建文件成功后，直接在浏览器访问拼接后的预览地址，如果能够正常显示出与fileVersionId所一致的文档效果，则说明在线预览成
功。

https://yozopreview.apistore.huaweicloud.com/api/view/file?fileVersionId=xxxx&sign=xxxx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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